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草案分區公聽會意見回應表
壹、基本理念
序號
1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北區/楊○○

主要訴求

詳細說明
基本理念聽、說、讀、寫的能力，再加
上”作”(有創意，創作之意涵)。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本提案曾於領綱會議中討論多次，後決議「寫」
包含「寫字」與」「寫作」兩層意義，故維持
原文字修改不變。

貳、課程目標
序號

1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主要訴求

南區/王○○

詳細說明
草案「課程目標」第九項「經由語文學 感謝指教
習，體會群己關係，關切社會重大議題，
培養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與能力」、第
十項「經由語文學習，關心本土與國際
事務，體認多元文化價值，開拓國際視
野」，四項重大議題的學習與討論，非
常切合此兩項課程目標。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參、時間分配
序號

公聽會紀錄

1

場次/發言人
中區/劉○○

主要訴求
課程數及考試

2

北區/歐○○

國小語文節數太少

詳細說明
1、加深加廣是不是只有目前公布的課
程？還會不會再增加？
2、多元選修與考招如何聯動？大學端
會依據學生選修課程來選才嗎？如
何可以得知？
第一階段每周六節課，第二階段五節
課，而現場教學時間，每學期平均 21 週，
第二冊~第十一冊(每冊 16 課)
現場教師僅淪為講述課文表層教學，而
無法將課文多元稱述，只能趕課，這樣
1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1. 依據總綱之課程架構，國語文應規劃「八
學分」之加深加廣選修課程，為符合總綱
架構，其加深加廣學分不會再增加。
2. 第二項建議將轉知協作中心進行處理。
領域綱要之時間分配乃依照教育部公布之「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之規定，不在領綱規
範之範圍，故無法變更。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主要訴求

詳細說明
失去出版社依課綱用心編書，老師想要
用心教學的用意了，建議第二~三階段，
教學節數增多(每週六~八節)。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肆、核心素養
序號
1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南區/劉○○

主要訴求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詳細說明
國-E-B2 內涵不夠具體，建議可融入性平 1. 核心素養的定位乃原則性宣示，故不宜指
議題內涵，國小 E8，例如讓國小學生針
出特定篇目作為例證。
對康軒版第六冊國語《巨人的春天》，利 2. 核心素養內已經融入了對重大議題的重
用網路搜尋作者王爾德的同志傾向及其
視，性別議題亦在其中。
在當時英國如何受到迫害。此舉不僅提
升學生的科技能力，又可涵養性別平等
的概念，並肯定性別少數的實質貢獻，
且同時銜接上國-C-3 具體內涵。

伍、學習重點
序號

公聽會紀錄

1

場次/發言人
中區/江○○

2

中區/陳○○

主要訴求
六書

詳細說明
想了解六書的教學為何由第四階段改為
第五階段，而非由第五來加深加廣。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本次課綱在第二階段即已介紹字的表音跟表
義的功能，第四階段開始介紹基本的造字原則
故第四階段之教學將著重於六書造字原則的
應用，故學生在第四階段就會學到基本造字原
則，而第五階段之六書教學則帶進於六書的流
變與本源。
建議將精神文化第 5 階段:
原條文之「藝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涵
“Cc-V-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 蓋範圍將比「中華文化、當代思潮與在地思維
想等文化內涵“，建議改為「各類文本 等文化內涵」更為廣泛，而條文之「信仰」泛
中中華文化、當代思潮與在地思維等文 指個人處世之信念，不單指 「宗教」。
化內涵」。
2

序號

公聽會紀錄

3

場次/發言人
南區/林○○

主要訴求
對於 5-V-6 項目，
「在閱讀
過程中解析多元價值『認
同』
，思考生活品質、人類
發展及環境永續經營的意
義與關係。」請刪除雙引
號中的認同二字。

4

南區/王○○

國小學習階段學習內容相
關問題

5

南區/周○○

有關語文領域的課綱學習
表現 5-V-6「在閱讀過程
建立多元價值認同，思考
生活品質、人類發展及環
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
係。」使用”認同”兩字
易產生疑義，建議修正。

詳細說明
於國民中小學生就學階段，其在閱讀過
程中已能認識多元價值，而閱讀多元價
值第一步是能夠具有思辨之能，認同是
經過分析、判斷和思考過程最後產生的
結果。文學文本中諸多的多元價值不需
全盤都要認同，也能有反對的立場且可
提出具體反對說明理由。故本人建議可
改成「在閱讀過程中解釋或分析多元價
值，並思考生活品質、人類發展及環境
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草案「學習內容」中，文字篇章第 4 項
「篇章」
，各學習階段的學習內容是如何
界定的？指的是「課本取材內容」或「學
生學習內容重點」？如為課本取材內容
是否過於狹礙？例如：第二階段是否可
收錄小說、劇本；第三階段可否收錄簡
易文言文？
上開學習表現 5-V-6「在閱讀過程建立多
元價值認同，思考生活品質、人類發展
及環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其核
心素養(國-U-C1)則係「透過文本探究，
深入思考道德課題，培養良好品德；積
極與他人對話，尋求共識，建立公民意
識與社會責任，主動關心公共議題並參
與公共事務。」
多元價值之本意應為尊重不同種族、文
化所有之不同的價值觀，讓各種價值觀
多元並立於社會，以達成尊重各種想
3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已依建議修改條文為「5-Ⅴ-6在閱讀過程中認
識多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生活品質、
人類發展及環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1. 學生學習內容是根據學生認知發展階段為
編課本的內容，以及文本的特性為考量。
2. 考慮學生認知發展的序階性跟課文文長的
限制(800-2000 字)，建議以故事、童詩、
現代散文等文類為基礎作為教材編選的來
源。
已依建議修改條文為「5-Ⅴ-6在閱讀過程中認
識多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生活品質、
人類發展及環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6

南區/蘇○○

7

南區/范○○

主要訴求

詳細說明
法，體現多元價值之實益。
如使用建立多元價值之認同，認同一詞
是否表示需要同意某一種價值觀，參其
核心素養亦提及積極與他人對話，尋求
共識，惟價值觀不如計畫執行目標或團
體共同方向等短期方向可以尋求共識
的，若在價值觀部分要求共識或是認同
某種價值觀，無疑是消滅多元意見，反
將多元價值變為一元價值，走上回頭路。
綜上，建議將課綱內容修正為「在閱讀
過程中建立多元價值之觀念，學習尊重
他人意見，思考生活品質、人類發展及
環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5-V-6 需要修改
5-V-6 在閱讀過程建立多元價值認同…
建議修正:請刪除「認同」，改為「價值」
理由:我是獨立自由的，為何我一定要認
同，那不就等於洗腦嗎? 請尊重個別家
庭與個人的「價值觀」，而非強迫學生一
定要認同。
國民中小學及普通型高中 1、Ab-V-1 六書基本的造字原則，應放
語文領域課綱草案，學習 在第四學習階段(P.13 字詞)
內容建議微調
2、Ad-Ⅲ-4 古典詩詞---該學習內容在第
三學習階段，範圍界定應再具體明確，
建議範圍為樂府、近體詩、詞(p.14 篇章)
3、第五學習階段推薦選文，宜建議選文
朝代、篇數，而不必將篇章明訂出來，
如此才能更彈性，試題也才能多元
(P.51)
4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已依建議修改條文為「5-Ⅴ-6在閱讀過程中認
識多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生活品質、
人類發展及環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1.本次課綱在第二階段即已介紹字的表音跟
表義的功能，第四階段開始介紹基本的造字
原則故第四階段之教學將著重於六書造字
原則的應用，故學生在第四階段就會學到基
本造字原則，而第五階段之六書教學則帶進
六書的流變與本源。
2.為尊重教材選文多元，故維持「古典詩詞」
的規定，過於明確會窄化選文的範疇。
3. 根據全國高中國文老師意見調查報告，85%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8

南區/李○○

9

北區/江○○

10

北區/郭○○

11

北區/張○○

主要訴求

詳細說明
4、Ab-IV-3 基本的造字原則，可改成「基
本的六書造字原則」(P.13)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的老師建議應有共同選文，以減輕學生學
習負擔。
4. 為反應近年識字教學的研究成果，故不將
「造字原則」侷限在「六書」。
抗議國語文領域用字，強 閱讀部分 5-V-6「在閱讀過程中，建立多 已依建議修改條文為「5-Ⅴ-6在閱讀過程中認
烈建議修改
元價值認同，思考…。」建議刪掉”建 識多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生活品質、
立”、”認同”改成「在閱讀過程中解 人類發展及環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析多元價值，思考生活品質、人類發展
及環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理由是在閱讀過程中認識多元價值，文
學中有些價值並不見得需要去認同。
文本表述學習階段界定
以往國小不教抒情文，但十二年國教課 抒情文本不止包含散文，也包含詩歌等其他文
綱抒情文從第一階段(國小一、二年級) 本。
開始，請問抒情文這麼早開始是否適當?
文言文選文 45%~55%(多
1、500 位高中教師，未考量國中銜接考 1. 第五階段之文言文比例乃為考量與國中階
元何在)
量及目前學生程度問卷形式?抽取對
段銜接的問題才訂定的（國中階段為15％
象?如何訂定比例?
到35％）。
2、台灣選文比例很低，遇到文言文教學 2. 問卷施測對象為全國公私立高中國文科教
多時，則現代白話文跳過，考試取向
師。
會造成教學的偏食。
3. 本次課綱之推薦選文中，台灣文學選的比
3、基本文字書寫能力落差很大，卻要學
例比之現行課綱來得高，大於十分之一。
生咬文嚼字讀文言文，例如:企劃
4. 課綱中明訂「白話文選以臺灣新文學作家
書、履歷自傳、應用文當代書面用語。
（含原住民）之作品為主，兼及世界華文
4、翻譯文學?經典應與世界接軌，中國
文學、翻譯作品、文學論述等，並酌採古
教科書的參考。
代接近語體之作。」
學習重點為何分為學習表現和學習內
學習重點分「學習內容」跟「學習表現」一事
容? 因為學習內容涉及到重覆、教材編 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領域綱要之統一格
選和教學方法。
式，而學習內容的存在可幫助各學科依照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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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12

北區/劉○○

13

北區/許○○

14

北區/蘇○○

15

北區/張○○

主要訴求

提問針對課綱草案
P.17(三) 文化內涵提問

詳細說明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屬性與知識架構循序漸進規劃各階段應學習
的內容。
「文化內涵」第一至第三學習階段之「文 第一到第三階段以培育聽說讀寫的基本能力
化」類學習內容融入文本教學中，不另 為主，「文化類」的學習內容，已融入文本教
敘述? 第四至第五學習階段敘述如下… 學中，故不另敘述，以避免學生學習負擔過
Q: 為什麼第一階段至第三階段不另敘
重。
述? 建議比照第四至第五階段之敘述，
以便讓教師有所依循。
課綱草案:學習內容之「篇章」之「第三 1.「字詞」的規定乃根據學生該階段為滿足生
階段」明列可學習，Ad-Ⅲ-4 古典詩詞，
活及學習需求而需學會的字詞，不限於古
但在「字詞」之第三階段上並未有相對
典詩詞之用字、用詞。
的能力說明。
2.決議古典詩文不明定比例，以保持教材編選
(1)古典詩詞的比例為何? 文言文是否
的彈性空間。
可在國小學童閱讀(例如狐假虎威)
3.第 14 頁 Ad-Ⅲ-4 古典詩詞改成古典詩文，
故簡易文言文可選入。
學習表現中的”閱讀“與”寫作“中的 因讀寫的難度不同，先強調閱讀，第二階段強
第 2~5 階段，均可互相對應，但第 1 階 調讀寫合一。
段(閱讀)：5-Ｉ-5 與第 1 階段（寫作）：
6-Ｉ-4，第 2 階段（寫作）
：6-II-5 應移
至第一階段。
5-V-3 學習表現應加入並習得平等「尊重 考量學習進程，「各類文本所呈現社群關係中
多元文化」且對應學習內容應加入
的性別、權力等文化符碼。」已列入高中階段，
Cb-V-4 各類文本所呈現社群關係中的性 不另列於國中階段。
別、權力與等文化符碼。
5-IV-5 學習表現應加入並學習、多元、
尊重，且對應學習內容應加入 Cb-V-4。
5-V-6 學習表現中改為「多元價值認同
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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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6

17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北區/顏○○

北區/顏○○

主要訴求
詳細說明
「學習內容」
、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
「學習表現」內容之呼應，
之內容難以完全整合、對 難以完全整合、對應，該以什麼角度切
應，該以什麼角度切入? 入會比較適切?
例如: 1、草案中提供之對應資料，有些
「學習表現」之指標內容重覆: 2-Ⅲ-2
和 2-Ⅲ-6 都是﹤2-Ⅲ-2 從聽聞內容進行
判斷和提問，並做合理的應對。﹥、2Ⅲ-7 和 2-Ⅲ-9 都是﹤與他人溝通時能尊
重不同意見。﹥
2、 有些資料則是相互不對應: 5-Ⅲ-10
在表中對應的核心素養範圍是國
-E-A1、國-E-A3、國-E-B2、國-E-C3，
但示例中所對應的卻是非範圍中的國
-E-A2，院方是否會提供相關對應資料?
3、 有關策略的敘寫太細且繁雜，如此
有顧此失彼的情形，即教材編寫或教師
指導時，僅需著墨指標所寫策略，其他
沒寫到的策略則可略過不管?
(1)<5-II-7 能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
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2)<5-III-7 運用自我提問、推論等策
略，推論文本隱含的因果訊息或觀點。
(3)根據<5-II-5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
摘要策略，擷取大意。>和<5-III-5 熟習
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擷取大意僅能運用摘要策略嗎?是否
可運用合併段意法呢?
「學習內容」的敘寫內容 「學習內容」為教材大綱與編輯取材，
7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1.
2.
3.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以能對應為原則。
2-Ⅲ-2 與 2-Ⅲ-7 是不同層次的學習。
以這些策略為主，不以這些策略為限。
已修改核心素養對應表，感謝指正。

1. 文本為表述方式而非文體特徵，故無法於

序號

18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北區/蔡○○

主要訴求
詳細說明
過少且抽象，分列記敘文 但在國小語文階段的敘寫內容過少且抽
本、議論文本和抒情文
象。
本。
例如：
1. 「記敘文本」僅有背景結構、順敘與
倒敘法，完全沒有寫出學習點，記敘
文內容、形式、特徵等都沒有著墨，
如此教材編寫、教師教授、學生學習
該以什麼為根據?而既有順敘與倒敘
法，則插敘和補敘是否也該點到呢?
2. 「議論文本」內容似乎點到為止，沒
有清楚寫出學習重點，是否該清楚寫
出論點、論據、論證的三要素，並寫
出內容步驟?
3. 「抒情文本」的敘寫方式過於抽象，
是否能更明白的敘寫?而抒情文除與
寫作相關，其實也與「閱讀」學習有
極大關係，因此學習表現中的「閱讀」
中是否該融入些相關要素?( 「閱讀」
大項中有認識記敘文、說明文、應用
文和議論文的特徵，但卻沒有關於抒
情文本的描述。)
針對此領域課綱條文其中 我覺得我的孩子在閱讀過程中建立多元
5-V-6「…建立多元價值認 價值觀很好，但是要認同多元價值觀的
同…」之疑慮及修改建議 話，孩子在還沒有分辨能力或是判斷能
力時，該如何認同?是否等於好的及壞的
都照單全收，誰能保證我的孩子在學校
所閱讀的內容，其書中的價值觀是可以
使他有正面積極的思考呢?故「…建立多
8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2.
3.
4.
5.

學習重點中規定特殊的文體形式內容與特
徵。另為維持課綱彈性，故不宜詳述。
因應不同的學習階段，要有不同的學習重
點，插敘和補敘會在其後的階段提及。
議論文:為考慮教授議論文的彈性，故使用
原則性的規範。
記敘文:Ba-Ⅱ-1 文本中背景等結構。此條
已修改成「記敘文本的結構」。
關於抒情文本之敘述已在學習表現中加
入，感謝指正。

已依建議修改條文為「5-Ⅴ-6在閱讀過程中認
識多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生活品質、
人類發展及環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19

北區/洪○○

20

北區/童○○

21

北區/許○○

主要訴求

在 5-V-6“建立多元價值
認同”換用語

詳細說明
元價值認同…」建議修改為「…解析多
元價值…」。
學習表現、（三）閱讀部份
5-V-6 在閱讀過程中建議多元價值認
同，思考生活品質、人類發展及環境永
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修改建議：
5-V-6 在閱讀過程中解析多元價值認
同，思考生活品質、人類發展及環境永
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說明：
在閱讀過程中認識了解多元價值，培養
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而不是去刻意強加
學生去接受認同文學中某些價值，建議
改成在閱讀過程中解析多元價值，思考
生活品質、人類發展及環境永續經營的
意義與關係。
閱讀 5-I-6 利用「圖像、故事結構等策
略，協助文本的理解與內容重述。教材
內的圖像與故事結構呈現方式也應呈現
性別平等及其他議題的意涵。」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已依建議修改條文為「5-Ⅴ-6在閱讀過程中認
識多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生活品質、
人類發展及環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本次國文課綱強調性別、人權、環境、海洋四
大議題，應平衡顧及不同議題的地位與發展。
5-I-6 所述為學習表現，性別等重要議題在
實施要點已提到。

在 5-V-6 文中＝>在閱讀過程中建立多元 已依建議修改條文為「5-Ⅴ-6在閱讀過程中認
價值認同，思考生活品質，我建議把認 識多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考生活品質、
同去掉，我們可說是解析或分析不能誤 人類發展及環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導學生在閱讀這相關多元價值文章內容
後，就要去認同這種強迫式的方式，不
合適。
9

陸、實施要點
序號

公聽會紀錄

1

場次/發言人
東區/顏○○

2

中區/陳○○

3

南區/劉○○

4

南區/李○○

主要訴求
詳細說明
課數設計與「長課文」的 草案 p.20：
「首冊十課；第一冊八課；第
形式維何
二冊至第十一冊，每次十六課；第十二
冊以十三課為原則，自第五冊起，每冊
得編選 800 字至 2,000 字的長篇課文，
課數可依文長酌以增減。每冊得增選三
到五篇課文，以供學生自學之用。」其
中「課數可依文長酌以增減」是指如編
選五篇長課文，則另編 11 課課文即可嗎?
而長課文之形式為何?是否需有字詞教
學?還是融入閱讀策略教學即可?
1、
「陸、實施要點 二、教材編選 (三) 2.
文化經典」建議刪除”文心雕龍”，因
為太深難，美學部分費解，文字太過精
鍊。
2、建議將聽、說等口語訓練編入自學教
材，否則，課本沒有，大考不考，學生
口語表達素養自然不能提升。
古文有選文的標準，但白話文部分，選
文卻是沒有標準，以致小學選文在國、
高中的課本當中也會出現，形成重複的
現象，是否考慮在課綱之中也如同古文
一樣，訂立一個機制讓學生在學習白話
文上可以連貫，而不是以編選之人的喜
好為準。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課綱研修
實施要點「白話文選以台灣新文學作家
（含原住民）之作品為主」，請修正寫法
10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1. 領綱所提為原則性規範，具體操作將轉知
教科書中心進行說明。
2. 每冊內容均包含有長短文，而長短文的識
字量各有不同，應以整冊識字量與教材特
性作為通盤考量。

1.決議「文心雕龍」予以保留，以保持教材編
選的彈性。
2.領綱中已將聽、說等口語訓練已融入課堂教
學的問題與討論、課文朗讀中。
3.關於大考中心之考試形式將轉知協作中心
處理。
感謝指教，會將本意見轉知本院教科書中心。

台灣新文學作家多以閩、客為大宗，原住民的
文學較少，為避免原住民文學被邊緣化，故特
意強調需納入原住民文學。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5

南區/王○○

6

南區/郭○○

7

南區/王○○

8

北區/吳○○

主要訴求

詳細說明
「原住民」非以括弧、附加性的說法，
放在附加說明。
草案「實施要點」之「教材編選」第 4
行「國語文教材編選亦需和其他有關學
科之教材與議題相互配合」
；建議將第二
類重大議題（性別平等、人權、環境及
海洋教育）明確納入教材內容。
國中第四學習階段「教材 1、「每冊教材包含教師指導十二課，學
編選」P.20 (二)
生自學三到六課」所以一冊是 12 課(其
中三到六課為自學)還是一冊會是 12+3
至 12+6 課呢?
2、「第六冊則視實際授課日數按比例調
整」，其中的”比例”可否具體化說明，
如:1/3 或 1/2 等…
3、選文應包含…古典詩詞曲選(含本土
素材)…，請說明「本土素材」的範疇。
4、文言文是否可明確指出篇數而非比
例。
5、文言文可否明確列出篇名?
草案陸、實施要點「二、教材編選」注
意事項第（一）點，提到第二、三階段
古典詩文應含「本土素材」所指的本土
古典詩文對於國小生是否偏難？

同一個國文科，在課綱提示的教學法敘
述都略有歧異，但每一個師資未必能了
解所指涉的教學法的差異。同一學科應
11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已修改實施要點如下:「語文教材編選需和其
他有關學科之教材相互配合，並適時融入性
別、海洋、人權、環境等重大議題，使教育成
效更為彰顯…」
1.課綱所提為原則性規範，具體操作方式由教
科書中心、出版業者再做說明。
2.每冊內容均包含有長短文，而長短文的識字
量各有不同，應以整冊識字量與教材特性作
為通盤考量。
3.素材係指臺灣相關作品。
4.考量學生學習進程，俾益銜接高中課程，國
中階段依各年級訂定文言文比例：第七學年
10%-20%、第八學年 20%-30%、第九學年
25%-35%。
5.考量教材選編多元、彈性原則，不宜明訂篇
名。
國小的國語文課本曾編入本土素材的詩歌，如
吳濁流、陳輝、丘逢甲等人的台灣古典詩，文
句淺白。
舉例：吳濁流〈稻江即景〉
觀音山下雨霏霏，雨後蜻蜓款款飛，
牛背牧童吹短笛，浣衣婦女趁斜暉。
本課綱之教學法訂定需考量第一至五階段之
差異而作整體性的規劃，因此與技術型高中及
綜合型高中之課綱所規定之教學法略有差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9

北區/許○○

10

北區/李○○

11

北區/謝○○

主要訴求

詳細說明
有適用的教學法，不宜因學校屬性不
同，有教學法的差異。
實施要點: 「三、教學實施」中，寫作
教學中提到第二、三階段兼習毛筆字，
但在課綱草案「識字與寫字」中並未呈
現「毛筆字」的能力說明，僅有硬筆字
的說明。毛筆字是否「必要」兼習?此為
現場教師所要考慮是否要毛筆字教學增
能。
翻譯作品，翻譯文本的選 建議在翻譯作品翻譯文本的選擇，推薦
擇推薦及採用
及採用時，需提供全面性的作品/文本資
訊選擇推薦及採用的原則皆需考量四項
重大議題融入的可能性，同時須在課綱
實施要點加註翻譯版本、翻譯語彙、翻
譯信念等中性價值觀，多元價值觀之重
要性。
領綱 P.20 關於「長文」的編入，可能影
響每冊課數和教學課時，建議明確規
範:1、長文的教學地位(必教或選教)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異，然而其教學法之要旨仍屬相同。
領綱第 14 頁：
Ab-Ⅱ-11 筆墨紙硯的使用方法。
Ab-Ⅱ-12 楷書基本筆畫運筆方法。
Ab-Ⅱ-13 書法名家故事。
已包含兼習毛筆字的意義。

感謝指教，會將本意見及翻譯版本、翻譯語
彙、翻譯信念等相關資訊，轉知本院教科書中
心。

感謝指教，會將本意見轉知本院教科書中心。

12 北區/王○○
柒、附錄一
序號
1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北區/張○○

主要訴求

詳細說明
附錄一「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應以性平
及人權角度重新檢查，找出違反重大議
題精神的教材，並排除或特別說明，以
防止父權及漢人霸權、異性戀霸權再
現。而「各類文學選讀」、「專題閱讀及
12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感謝指教，擬轉知本院教科書中心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2

中區/陳○○

3

南區/林○○

4

東區/吳○○

主要訴求

高中推薦 20 篇選文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詳細說明
研究」中四大重要議題文本的編選應有
完整參考說明及多元文本系列參考書
目，以提供教師參考，也避免教材挑選
時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及避免帶有歧視
觀念。
「專題閱讀與研究」課綱，建議將 p.40” 感謝指教，已於實施要點-教材編選的總說中
議題融入國語文”之議題類別納入，較 納入「國語文教材編選需和其他有關學科之教
為全面。
材相互配合，並適時融入性別、海洋、人權、
環境等重大議題，使教育成效更為彰顯，」等
說明。
希望推薦選文能再減少至 15-16 篇，一 目前選文篇數乃是根據教學時數比例核算的
些選文內容古板，建議刪除，並以”地 結果，由現行的三十篇降為二十篇，比之現行
域”和”議題”為畫分而非朝代，每冊 課綱已有刪減。
課文數應再減少，並增加外國語本土文
學之數量(因為課程進度很趕，使國文淪
為填鴨與考試)
會議上討論到關於推薦選文 20 篇男女作 有關性別比例失衡問題，檢視古文因時空背景
者比例失衡的問題，我認為不應拘泥於 的限制，確實難以選擇女性作家作品中，能體
以往認為是「名作」的作品，應該廣納 現女性主義精神的作品，故在實施要點中規定
女性，不同身分的作家作品，再經由教 白話選文應適時融入重大議題。
學過程中及歷史去評斷是否有代表性。

其他
序號
1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東區/吳○○

主要訴求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詳細說明
多元文化的議題，應要注意到，ex:吳鳳 感謝指教，會將意見轉知本院教科書中心
的歷史事實，必須要考慮其真實性。另
外彌子暇&衛靈公的事也是，另外:多元
性別、性別平等等名詞或適齡的問題，
13

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主要訴求

詳細說明
我認為從小扎根很重要。
肯定重大議題融入國語文 四大議題融入教學，使國文科選文及教
教學，並建議課綱編寫增 學方式更接近生活，感到相當感動。但
加女性作家比例。
國中國文選文作家中，女性作家太少，
有性別失衡感，建議改善。

2

東區/王○○

3

東區/王○○

議題融入教育的重要

4

南區/蔡○○

研修說明

5

中區/陳○○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感謝指教，已於實施要點-教材編選的總說中
納入「國語文教材編選需和其他有關學科之教
材相互配合，並適時融入性別、海洋、人權、
環境等重大議題，使教育成效更為彰顯，」等
說明。
現今諸多議題融入教學已是不能避免的 感謝指教，已於實施要點-教材編選的總說中
趨勢，如利格拉樂「女人橋」融入原住 納入「國語文教材編選需和其他有關學科之教
民議題、廖鴻基文章融入海洋文學、「寄 材相互配合，並適時融入性別、海洋、人權、
弟墨書」融入人權、「買一條河」融入環 環境等重大議題，使教育成效更為彰顯，」等
境教育。但「性別平等教育」目前課文 說明。
付之闕如，希望此次課綱修整可以增加
這種文章的比例。從對將滿 4 歲小女孩
的觀察中可知，人本身會排斥相異的
人，悅納相同的人，因此在課文中加入
人權、性別議題，真的是越早越好。且
學生會自己找資料，要學生自己找或是
胡思亂想好?還是老師教學好?
1、在課綱研修說明中提到的研修流程中 1.由於本課綱之研修範圍侷限於普通型高中
「以問卷調查 500 位高中教師意見」，這
之國文課程，故以全國公私立高中之國文科
500 位高中教師是否涵蓋全國的高中職
教師為抽樣對象，不包含技術型高中教師。
代表?
2.課綱委員的組成力求涵蓋各縣市代表，但三
2、研修委員分布於全國，卻缺乏新竹、
個縣市之第一線教師成員（尤以屏東為最）
南投、屏東等三縣市代表，不知原因為
因交通或其他種種因素無法答應擔任領綱
何?是否可以更圓滿更多方吸收有識之
研修委員，實屬憾事，將列入下次領綱研修
士來參與研修?
之改進事項當中。
國教院與大考中心應建立密切的橫向聯 感謝指教，將轉知協作中心處理
繫，以免考綱、課綱不一致，以今年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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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6

東區/吳○○

7

東區/陳○○

8

東區/林○○

9

北區/陳 OO

主要訴求

教出隨身的寫音能力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
詳細說明
試題為例，與課綱新方向脫鉤。
1、建議應建立符合重大議題指標的選 已於推薦選文後，增補選文與重大議題關係之
文參考(如古典文學 16 篇)。
說明。
2、建議應建立選文範文在重大議題所
涉議題之檢核表。
1、字音的實用意義不僅止於小學階段。 1. 課綱規定的學習內容乃根據學科之「重要
2、教出”發光”的孩子，面對多元與國
的」、「基本」的事實及原則，故字音學
際，12 年應完成了健全的基礎。
習將列入第一至三階段的重點教學範圍
內，然第四、五階段雖不納入，教師仍須
擴充學生在字音、字型方面的知識。
2. 感謝指教。
寫作課的師資/課程將如何自國文課中
為體現素養導向教學的精神，寫作教學應與
獨立出來?
聽、說、讀等其他能力之教學相互結合。
1.不要逃避，教出隨身的寫音能力。
現國語文領域綱要採注音符號系統第一式為
(1)國語寫音的〔注音符號〕被設限於 領域綱要認可之標音符號系統一事，係中華民
教寫讀〔華語北京音〕，實足荒謬 國政府教育部自民國元年（註：西元1912年）
的誤導〔注音符號〕寫音功能，實 召開臨時教育會議，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
足歧視的扭曲臺灣非華語的各語 以來，一貫的語言政策。百年以來，配合國家
系使用人的語言受教權。
語言政策，我國國語文師資培育系統及國民中
(2)充實〔注音符號〕
，請參酌〔視音漢 小學之教材、教法之編輯也發展出一套完善且
字〕（附檔一）。
綿密的注音符號教學系統，影響莘莘學子甚
(3)讓習得〔充實版注音符號〕的中小 鉅。如要將注音符號改採其他標音符號系統，
學生，具備遊走世界寫下在各地所 則需經過教育部審慎討論，凝聚人民共識，探
聽聞語音的能力，請參酌〔視音漢 討其可行性。
字寫音例〕（附檔二）。
2.不要迴避，莫自棄漢寫音文化脈絡。
讓漢寫音文化脈絡〔注音符號〕國際
化，為利於〔注音符號〕國際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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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公聽會紀錄
場次/發言人

主要訴求

詳細說明
〔充實版注音符號〕臺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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